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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9                             证券简称：ST 升达                      公告编号：2019-048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李玉周 独立董事 
年度报告的信息内容有遗漏和错误，无法发

表意见 

黄雅虹 独立董事 
年度报告的信息内容有遗漏和错误，无法发

表意见 

王良成 独立董事 
年度报告的信息内容有遗漏和错误，无法发

表意见 

声明 

王良成先生、黄雅虹女士、李玉周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说明理由，请投资者特别

关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黄雅虹 独立董事 出差 王良成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

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升达 股票代码 0022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德智 易津禾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东华正街 42 号 26 楼 四川省成都市东华正街 42 号 2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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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8-86783590 028-86783590 

电子信箱 sd86783590@163.com yjhsdgf@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业绩驱动等因素 

2016年底，公司向控股股东升达集团整体出售家居业务后，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清洁能源”。  

公司自2013年切入清洁能源行业以来，通过并购、自建等方式快速布局清洁能源业务板块，现已拥有

多家涉及 LNG业务的子公司，其主要经营业务为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和销售、城镇燃气、加气站等。公司

的主要经营模式为：从上游天然气生产和销售企业购买气源后，通过LNG工厂加工销售，或通过自身城镇

燃气管网系统以及CNG/LNG加气站，销售给居民、商业、工业等终端用户并提供相关输配服务；同时，

公司为城镇燃气新用户提供燃气安装服务，现已初步形成“液化天然气生产与销售——天然气管道——液

化天然气运输——城镇燃气（管道输配）——加气站与调峰站”的产业链格局。  

公司目前的业绩主要来源于液化天然气销售业务。公司利润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天然气供应能力、气源

成本、气价管控、环保政策和公司管理成本控制等多方面因素。2018年，中国天然气行业有所回暖，工商

业以及城镇燃气的需求逐步增加。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等 

 天然气是世界公认的绿色能源，洁净、无毒、燃烧污染物极少，因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业政策

以推动天然气行业的发展，提高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以期显著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

气体和细颗粒物（PM2.5）等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对于优化我国能源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积

极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环境治理的不断加强，国内天然气行业整体向上，需求量逐步增加，特别是

2018年国内天然气需求旺盛。未来随着LNG汽车、LNG 船舶、城市燃气和城镇燃气的需求也将逐步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960,246,763.97 1,177,742,766.51 -18.47% 1,555,401,03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125,812.00 13,716,541.91 -1,398.62% 71,382,70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474,557.47 -18,288,837.22 -870.40% 10,533,30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65,657.24 16,369,263.39 -355.15% 95,911,211.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7 0.018 -1,416.67% 0.1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7 0.018 -1,416.67%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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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6% 0.81% -12.07% 5.4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069,953,593.85 2,937,610,106.74 4.51% 3,696,634,80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93,980,104.29 1,669,363,949.24 -10.51% 1,664,810,512.7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5,066,199.51 311,883,810.79 243,001,929.49 220,294,82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779,231.79 -21,827,719.85 -7,967,239.44 -137,551,62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62,999.65 -21,585,735.48 -7,834,328.94 -136,491,49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840,540.01 -234,398,984.82 -544,109,458.08 723,902,245.6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1,21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44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升达林

产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52% 184,438,823 0 

质押 184,438,823 

冻结  

江昌政 
境内自然

人 
3.81% 28,676,702 21,507,526 

质押 28,676,702 

冻结  

诺安资产-工

商银行-诺安

资管舜耕天

禾2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90% 14,306,232 0   

孙惠良 
境内自然

人 
1.06% 8,000,000 0   

赵毅明 
境内自然

人 
0.86% 6,503,013 0   

向中华 
境内自然

人 
0.82% 6,191,157 4,64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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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玲 
境内自然

人 
0.70% 5,268,500 0   

四川信托有

限公司-股票

增持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52% 3,900,760 0   

南通恒邦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1% 3,806,863 0   

张辉 
境内自然

人 
0.51% 3,806,2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江昌政、向中华及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同时

江昌政为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向中华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和董事。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公司努力推进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实现营业总收入96,025万元，同比下降18.47%，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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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天然气供应不足而LNG工厂未能满负荷生产所致；营业利润为-190,19万元，同比下降332.21%；利润总

额为-19,105万元，同比下降245.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813万元，同比下降1398.62%；

其中LNG营业收入95,96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09%。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LNG 959,640,064.28 124,471,049.71 12.97% -18.09% -7.27% -10.1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业绩下滑，其原因如下： 1、受原料气供应影响，榆林金源、米脂绿源一直未能满负荷运行，产

销量下降，导致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下降；2、原料气价格较以前年度有较大幅度上涨，产量下降，导

致产品单位成本分摊的折旧费用等上涨，二者共同影响，使得公司产品成本大幅上涨，降低了公司营利能

力；3、LNG产品整体售价虽较上年同期有所上涨，但涨幅小于原材料的上涨；4、陕西公司经营层延长了

对艾恩吉斯信用期，且在过程中存在超信发货的情形，应收账款增加，影响公司资金周转，对华融资产、

深圳国投公司重要债务违约，被债权人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较高的违约金及罚息，本年度财务费用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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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

并于2018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

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2017

年受影响的重要财务报表项目和金额列示如下： 

原列报项目 新列报项目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4,750,000.00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317,639,763.80 

应收账款 312,889,763.80 

应收利息 562,212.20 其他应收款                  

28,651,557.66  

 
其他应收款 28,651,557.66 

应付票据 20,000,000.00 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62,339,277.01 

应付账款 42,339,277.01 

应付利息 72,420.00 其他应付款 9,768,014.78 

其他应付款 9,695,594.78 

（2）会计估计变更及影响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陕西圣明达能源有限公司股东之间存在分歧，公司于2018年5月向陕西省黄陵县人民法院提请解散

陕西圣明达能源有限公司，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圣明达能源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 不适用  

 


